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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大德紀事

100年6月-100年8月

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于建水 2,000 
毛聖生 300 
王子平 3,000 
王文卿 600 
王明方 1,800 
王芳山 3,000 
王苗潔 500 
王素梅 1,000 
王曼珊 1,000 
王國光 1,000 
王崇山 3,000 
王彩雲 1,500 
王淑玲 2,000 
王華才 3,000 
王駿為 5,000 
王鎮黃 1,200 
史戴納 500 
申亞男 1,500 
年國才 1,000 
朱正民 2,100 
朱佩芬 10,000 
朱佩玲 10,000 
朱明華 50,000 
江梅嬌 1,000 
江淑玲 1,000 
江儒文 2,000 
竹東榮院 500 
何定生 300 
余宗法等5人 500 
吳  龍等5人 1,000 
吳木科 2,000 
吳林英 1,000 
吳建利 6,000 
吳敏惠 1,000 
吳莊麗美 10,000 
吳惠娟 1,500 
吳嘉齡 2,000 
吳福中 2,000 
吳錫南 5,000 
呂岱穎 2,000 
呂琇蓉 578 
宋月菊 500 
李玉玲 50,000 
李光喜 1,500 
李存白 1,000 
李秀美 300 
李忠原 100 
李昌文 3,000 
李高雪梅 8,000 
李瓊援 1,000 
李麗雲 500 
沈雀惠 2,000 
沈璧鳳 1,000 
沅  雪 600 
汪建宏 400 
谷榮貴 6,000 
阮素英 10,000 
周淑真 1,000 
周淑婉 2,000 
易志平 900 
林子瑜 6,000 
林如珍 500 
林羽希 500 
林信昌 2,000 
林冠均 3,000 
林祐鉞 600 
林素娟 1,000 
林陳錦秀 500 
林智雄 100 
林發果 3,000 
林溫雪英 2,000 
林錦綾 3,000 
邱榮昌 12,000 
金鳳英 2,500 
侯玉泉 10,000 
俞憲育 100 
姚俊明 400 
施義雄 3,000 
柯金槌等3人 3,600 
洪正修 4,000 
洪美麗 3,000 
洪銘堯 400 
洪錦燕 10,000 
胡鎧庭 400 
胡�方 700 
范怡婷 1,000 
凌憬峰 10,000 
徐立平 4,500 
徐淑雯 2,000 
徐祥琴 1,500 
徐祥斌等2人 2,000 
徐開懋 500 
徐裳訢 500 
徐慧玲 1,000 
秦翠伶 600 
秦觀濤 500 
張  慧 100,000 
張文傑 1,000 
張台平 500 
張同菊 1,000 
張知中 1,000 
張旻煜 3,000 
張家維 3,000 
張劉驊 20,000 
張選義 500 
張謝桂花 12,000 
曹素華 500 
莊美雪 100,000 
許均嘉 1,500 
許阿恭 2,000 
許陳隨玉 2,000 
許雅如 500 
許璦珍 1,000 
郭秀貞 101,000 
郭莉莉 2,000 
郭慶榮 10,000 
陳  波 3,000 
陳方佩 110,000 
陳正茂 1,200 
陳正修 500 
陳正達 1,000 
陳永崇 12,000 
陳衣絃 500 
陳林秀子 1,000 
陳玟君 300 
陳秉麟 1,000 
陳邱桂香 10,000 
陳阿招 10,000 
陳俊宏 300 
陳俊堂 2,000 
陳宣吟 900 
陳建樺 500 
陳炳仁 1,000 
陳秋燕 600 
陳素珍 500 
陳惜琴 2,000 
陳淑琴 900 
陳盛鈺 10,000 
陳菁若 500 
陳敬斌 3,000 
陳翠玲 500 
陳慧說 1,000 
陳澤豪 300 
陳寶華 1,100 
陳蘊敏 2,000 
陸生吉 2,000 
陶芳美 2,000 
章祥義等4人 500 
彭可智 2,000 
彭金寶 2,000 
普照會 6,000 
曾佳禎 2,400 
游豐名 100 
湯錦俊等全家 1,000 
無名氏 5,200 
覃  義 1,000 
項偉鳳 400 
項曉蘋等2人 900 
黃月秋 5,000 
黃甫華等2人 900 
黃松嬌 1,000 
黃阿差 400 
黃建禎 1,500 
黃建興 2,000 
黃美子 900 
黃家雄 1,000 
黃堂榮 900 
黃匯真等6人 3,000 
黃福雄 130,000 
黃澄波 1,000 
黃興長 900 
楊  仁 1,000 
楊  仲 1,000 
楊  琪 6,400 
楊月理 2,000 
楊克宇 500 
楊金美 600 
楊素� 10,000 
楊森源 900 
楊欽杞 5,000 
萬  晟 5,000 
萬安生命公司 8,000 
葉  寬 20,000 
葉石月李 2,480 
董虔呈 500 
解奇璋 1,000 
詹芷茵 500 
鄒莉娟 1,500 
廖于萱 600 
廖培彰 2,000 
廖敏燕 2,000 
管道颺 1,500 
趙曼蓉 500 
齊桂秀 1,000 
劉宥均 100 
劉建賢 1,000 
劉紘浩 200 
劉湘琴 500 
劉整國 10,000 
潘銘德 200,000 
潘齊明 30,000 
蔡天發 1,500 
蔡志婕 1,500 
蔡志謙 1,500 
蔡佳佑等2人 100 
蔡佩樺等4人 1,200 
鄭又瑋 500 
鄭君華 500 
鄭恒興 2,000 
鄭智綱 500 
鄭詩蓓 200 
盧秋順 300 
蕭震宇 500 
賴建勳 100 
賴榮俊 3,000 
賴櫻芬 600 
應丞武 2,000 
薛立華 1,000 
薛維恩 1,000 
謝明樺 500 
謝雪娟 1,500 
鍾建安 200 
鍾雲華 1,500 
簡鴻明 1,000 
簡麗娟 1,000 
藍萬祺 3,000 
魏  春 5,000 
魏弘麗 3,000 
羅義昌 5,000 
蘇金利 100 
蘇家慧 500 
鐘明達 2,000 
( 按 姓 氏 筆 劃 排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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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安寧病房紀事
               (100年7~9月)■編輯部

初
見陳伯伯時，就覺得他是一位溫文儒

雅的紳士，旁邊的陳媽媽則是一位煥

發熟齡的氣質美女，兩個人說起話來頗有夫唱婦

隨的感覺，但等我深入瞭解後才發現兩位老人家

的女兒在大德安寧病房過世才剛滿2週年，身為

主責護士的我在心裏暗自想：「他們要再踏進這

裡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呢？」不過陳伯伯獨有的幽

默話語為安靜的病房注入了一股輕鬆的氣息，他

告訴醫師：「我不要求什麼，只希望醫師幫我把

腹部的腫瘤集中管理，以防它們四處作亂！」他

還告訴我許多與陳媽媽相處及出外旅遊的點點滴

滴，病房的臨床心理師也發現他是一個完全尊重

太太的謙謙君子。

然而這樣的時光總是容易過，隨著陳伯伯

的疾病進展，漸漸昏睡的時間越來越長。此時團

隊成員及陳媽媽都有了陳伯伯即將離開的心理準

備。這天早上，陳媽媽告訴我：「明天是陳

伯伯的生日，計劃全家一起為陳伯伯慶生並希

望妳也能參加！ 」我突然不知哪來的靈感就跟

陳媽媽說：「就今天吧！我們來為陳伯伯暖壽

吧！」，陳媽媽明白我的意思，雖然難過但也同

意了。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團隊其他成員，大家都

一致認為就趕快幫陳伯伯辦一個溫馨的暖壽吧！

下午5點半，陳伯伯的家人都到了，陳伯伯

已在我們協助下換上一身便裝，這身便裝是陳伯

伯的最愛，鮮亮中透露著穩重，能襯托出陳伯伯

溫文的紳士氣度。病房內大家唱生日快樂歌，陳

伯伯都閉眼靜靜的聽，接下來陳伯伯的小孫女唸

著自己寫的卡片並用力親吻著陳伯伯臉頰，陳伯

伯此時臉上露出虛弱又幸福的微笑，這幕讓在場

的人不由自主的流下淚來，原來陳伯伯一直都在

為家人保留體力及相聚的時光。家人輪流說著陳

伯伯風光事蹟，也感謝陳伯伯留給家人的愛及幽

默，在小小的病房內大家哭哭笑笑，天下沒有不

散的筵席，陳伯伯還是不敵病魔又沉睡了，團隊

成員慢慢的退出了這間散發渾厚親情的病房，最

後離開的我望著陳伯伯的臉，心中默禱著：「陳

伯伯，很榮幸能照顧您，謝謝您讓我看到您所展

現的豁達與愛，祝福您。」

隔天，我才剛上班就看到陳媽媽從助念室走

出來，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陳媽媽告訴我陳

伯伯選了一個好時間，是一個天剛亮的早晨，他

有如破曉的晨光永遠帶給人正面的光亮。我擁抱

了陳媽媽，我們心中都有不捨與難過，但我想陳

伯伯留下的愛足夠讓我們度過，最後與同仁恭送

陳伯伯的大體到電梯口，我深深的向陳伯伯一鞠

躬，心中默禱「謝謝您，請一路好走。」

為
響應推廣安寧療護理念及推展善終、

安寧療護的品質，大德安寧團隊成員

分工悉心將舊版「安寧緩和醫療作業手冊」重新

修訂，經數月後戮力

完成，由大德基金會贊助印製並發送至台北榮總

全院各一、二級醫療單位及病房護理站備用。

原由大德基金會資助出版的「慎終手冊」，

請團隊成員依據目前現況，大幅修訂、改頭換面

並增加相關資料發送全院各病房，提供需要者參

考。

配合政府推動「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健保

IC卡註記政策，持續提供「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

療意願書」於台北榮總各服務台，並增加說明單

張，教導民眾如何填寫、申請，另由大德基金會

資助附郵免費信封，置於中正樓一樓服務台，方

便民眾索取郵寄意願書。

■大德安寧病房護理師 / 吳深潔

■編輯部

記一段美好的時光

推廣安寧療護工作點滴

臨床倫理工作坊視訊會議於大德病房
會議室舉行

評鑑委員評核安寧病房之設備

陳慧芳護理師(第一排中)與代訓學員
合影

張中立老師(右一)表演排笛演奏樂曲
扣人心弦

日本舞蹈慶中秋之活動場景

家族排列工作坊由周老師(中坐者)與
成員對話

評鑑委員陳榮基教授(右三)審查安寧
病房病歷資料

代訓學員學習園藝治療之作法

法成法師(左二)為代訓學員授課

安寧團隊參訪台北榮家

排笛演奏慶中秋之活動場景

吳深潔護理師(第二排左二)與代訓護理人員合影

台北榮民安寧緩和醫療作業手冊
(100年6月出版)

慎終手冊(100年3月出版)

100/07/01

第 21 次臨床倫理工作坊視訊會議於全省 32 家醫院

同時舉行，主題為「撤除維生治療與預立醫療計畫之

倫理議題」，台北榮總除在中正樓第一、第二行政會

議室依往例採同步視訊連線進行外，經林明慧醫師與

蘇逸玲督導長極力爭取後，第一次在大德安寧病房會

議室連線播放，方便大德病房醫護同仁同步聽取相關

資訊。

100/07/08

桃園榮民醫院杜俊毅主任、翁瑜羚護理長、楊美華心

理師及林吉勝社工師等四人，參訪台北榮總「安寧共

同照護」，由黃信彰主任、林明慧醫師及安寧共同照

護小組成員接待及交流。 

100/07/15

台北榮總 100 年度大事之一的「醫院評鑑」，於 15

日上午 9 時由 2 位評鑑委員及 10 位陪評在黃信彰主

任的陪同下蒞臨大德安寧病房展開一系列的評鑑，先

由林明慧醫師及陳小妮副護理長分別做安寧病房的簡

報，接下來審視病房相關軟硬體設備。11 時評審委

員陳榮基教授在蘇副院長等陪同下蒞臨病房，除審查

病人病歷外，亦給安寧病房之醫護同仁加油打氣，期

盼已具備之優良照護品質能繼續向上提升。

100/07/18-29

國立陽明大學附屬醫院 ( 原衛生署署立宜蘭醫院 ) 派

資深安寧護理師 1 人，至大德安寧病房見習腫瘤惡性

傷口照護、安寧共同照護及安寧居家照護，由陳小妮

副護理長及病房資深護理同仁帶領學習。

100/08/1~11/04

自 10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 月 4 日止，台北榮總大德

安寧病房接受全國各醫療單位共 111 名護理人員分

批實習 ( 每梯次五日，8-10 人 )，由大德團隊各成員

分別負責引導學習安寧緩和醫療觀念及如何實際操作

技巧。

100/09/08

大德安寧病房舉辦 100 年度慶中秋的活動，在志工

群大力合作下，由黃信彰主任、蘇逸玲督導長及陳小

妮副護理長等醫護同仁拉開序幕，會中不但有技藝超

群的排笛演奏，還有精湛的日本舞蹈獻藝，現場並教

導月餅製作，眾人開懷品嚐，圓滿結束。

100/09/13

北榮安寧團隊由家庭醫學部黃信彰主任帶隊，護理部

蘇逸玲督導長、大德安寧病房林明慧醫師及安寧居家

杜淑文護理師於 9 月 13 日參訪台北榮家。目的為瞭

解目前罹患末期疾病之榮民，若期待最終在榮家過

世，經常面臨的困難；協助如何支持有意願在榮家過

世之住民，得以在榮家善終及瞭解北榮安寧團隊可以

協助部分，並討論未來如何建立更進一步的合作支援

關係。

100/09/16

100 年度大德病房安寧團隊在職訓練—海寧格組織 /

家庭排列，邀請國際系統排列學院周鼎文心理師主

持，於上午時段為組織排列時間，下午時段提供團隊

成員參與個人及家庭的排列，同仁踴躍提出問題，在

周老師悉心帶領剖析後，一解疑難，深感於心。



筆
者今年二月去英國Guy ś  and  S t 

Thomas H́osp i ta l老人醫學進修

期間，曾以一天的時間去拜訪St Thomas´ 

Hospital的Pal l iat ive care team 與  Tr ini ty 

Hospice，見聞與心得分述如後。

首先拜訪P a l l i a t i v e  c a r e  t e a m的D r . 

Teresa，她表示大部分英國的醫院較少成立類似

台灣的安寧病房，緩和醫療專科醫師在醫院裡主

要的工作是病房會診。參訪當天我先參加以醫護

人員為主的晨會，討論目前共同照護的11位個

案，清一色都是癌症病人。討論重點放在目前處

置的情形與未來處置的方向，緊接著去病房探視

病患，我跟著Teresa醫師先去病房看病歷，再

和原團隊醫護人員討論個案，最後去病房探視病

人，除了基本的身體檢查與病史詢問外，也充分

與病人討論病情的看法。整個流程至少一個多小

時，主要是和病人建立關係與了解病人的想法。

另一次行程則安排我去參訪倫敦郊區的

Trinity Hospice(安寧院)，外表很不起眼，有如

一般街上看到的老房子，路上也沒有指標，只好

循著地址慢慢找，終於在公園旁邊的民宅區內找

到，醒目的是圍牆外面貼著募款廣告，才知道這

間安寧院到今年剛好滿120歲，是英格蘭地區歷

史最悠久的安寧院。

回首看安寧院的演變，最早在羅馬時代是照

顧旅客及病人臨終的地方。中世紀修道院附設安

寧院是為朝聖者或旅行者的中途休息站，到十九

世紀則轉為專職照顧瀕死病患的地方。大家耳

熟能詳的「安寧之母」~桑德絲博士（Dr. Dame 

Cicely Saunders），則是在西元1967年成立克

里斯多福安寧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

開啟了現代安寧療護的典範。

至於我參訪的Trinity Hospice(安寧院)，主

要服務對象是倫敦西南區的社區居民，並且一

律免費。經費來源除了36%是來自公家部門的

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國家健康服務)外，

其餘都得靠募款來營運，大多數英國安寧院的現

況都與此類似，因此這家安寧院在社區裡設有自

己的商店並將販售所得回饋給安寧院使用。而

這裡提供的服務分為Care in home(居家照顧)、

Inpatient care(住院照顧)和Outpatient care(門診

照顧)三部份，這次我主要參訪的是住院照顧的

部分。

當我穿過幽暗舊院區的接待處後，映入眼簾

的是明亮几淨的新院區護理站與病房，窗外還有

景觀花園，接待我的醫師說，眼前看到的新病房

是這兩年才完成的，英國安寧院的外觀大多數如

同此院的舊院區，外觀是維多利亞式的老建築，

裡面再重新裝潢。此病房有兩層，每層各有1間

3人房與11間單人房，總計是28張病床.其中3人

房與單人房並無差額負擔，主要由病人喜好來決

定。

入住的病人主要目標是症狀緩解，期待透

過短期住院後可返家繼續接受居家照顧或轉住長

期照顧機構。另外有部分病人透過住院復健來達

到生活獨立自主的目標，也有一些病人則接受喘

息服務，讓照顧者可略為休息。安寧院的照顧

團隊中醫師部分主要是由specialist registrar(類

似台灣的資深住院醫師)來擔任主要照顧角色，

Consultant(類似台灣的主治醫師)則是每個禮拜

查房一到兩次。一般來說，在英國要成為緩和醫

療專科醫師，除了完成醫學院畢業後一般科的三

年訓練外，還要經過為期四年的緩和醫療專科醫

師訓練，期間大多是以醫院(Hospital)與安寧院

(Hospice)為主要訓練場所，而我參訪的Trinity 

Hospice安寧院就如同大多數的安寧院，裡面沒

有檢驗與放射相關設備，但可以將檢體外送給其

他檢驗單位。如果是常見的感染症，安寧院皆備

有常用的抗生素可以使用，但是如果要進一步檢

查治療，就需轉診到合作的醫院進行處置，所以

如何透過身體檢查與臨床觀察，再搭配藥物的使

用與臨床照顧技巧，將病人的症狀予以緩解，成

了在安寧院住院時的最主要的議題。

做完相關簡介後，資深住院醫師帶我去看幾

位住院病患，或許是台灣的醫療體制或醫療文化

與英國不同，我看到病人大多把房門關上獨自待

在房間內，如果能坐著，他們就盡量坐在椅子上

聽音樂或閱讀，甚少看電視；若身體狀況允許則

以輔具來協助自身活動，也可以透過護理站通話

系統向服務人員說明需求。資深住院醫師帶我進

入病房時，一定和病人解釋我的身分並得到病人

的允許後我才能留下來，接下來則和病人平視的

情形下才開始和病人交談，除了談及目前的身體

症狀外，也關心病人目前的心情與想法，也許緩

和醫療介入的時間比較早，所以較少碰到瀕死病

人，大多病人將安寧院當成調養的地方，狀況穩

定即返家安排居家照顧。查房結束後再和團隊其

他成員簡短的討論個案的處置方向與出院計畫。

粗略了解英國安寧緩和療護的現狀後，回

首看台灣的情形，目前所知沒有設置類似英國安

寧院的機構，台灣的安寧緩和療護主要分為急性

醫院裡的安寧病房與跨科的安寧共同照護服務，

返家後則提供安寧居家照護服務，就我臨床上的

觀察，入住安寧病房的病人一部分是相當晚期的

癌末病人，期待在醫院獲得良好的症狀控制而

善終，另外一部分的病人則是卡在照護的問題，

往往在安寧病房住院照護與居家照護間擺盪。其

實很多末期患者期待在家善終，但是有的患者即

便身體不適也不願去醫院就診，而有的患者家屬

因為有照顧的壓力，一旦患者有任何不適就急忙

送醫院急診，希望趕快入住安寧病房。當台灣愈

來愈多人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的理念，全民健保也

在擴大給付範圍的同時，如何讓現行的醫療資源

合理的運用，讓病人、家屬、醫療團隊達到三贏

的局面，勢必成為台灣安寧療護現階段的重要課

題。

台
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過14歲生日了！

跟著病房團隊的成長，我們在這裏也

經過11個年頭。每週一我們會在病房透過繪畫塗

鴉和病人談談心。在這時刻沒有畫得好與不好，

沒有畫得美與醜，沒有畫得對與錯的問題；鼓勵

病人自然流露想到的、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切，

包括病人的回憶，都是豐富的繪畫題材，也都是

他們內心的寶藏。

癌末病人面臨病情惡化、甚至死亡所產生的

焦慮與情緒低落，是安寧緩和醫療積極處理的重

要工作。為了協助病人處理情緒上的衝突，以及

緩解無法說出的苦惱，團隊會適時轉介給我們。

在病人參與美術療育時，他們可以透過美的

力量連結自我，進行內在的察覺和心情的放鬆。

從視覺心理來加強病人的美好與深刻回憶，喚

醒內在力量進而心靈成長，有利於改善失衡的

生活及提升病人生命品質，這樣的過程將是心靈

照顧的美好經驗。許多病人雖然只是用簡單的線

條、色彩畫出作品，但那他們克服身體的疼痛一

筆一畫完成，用著專注的神態，悸動的心情，表

達出對生命的熱愛與掙扎，這樣的情境令我們深

深地感動。

接觸到病人的心象到畫圖，如同和他們一起

心靈漫遊。我們也遇見病人與家屬彼此透過作品

表達出不捨的告別與深深的祝福，病人更留下了

珍貴的生前作品，成為家人永恆的紀念，為生命

的美好畫下句點。

大德病房的團隊一直以真切的醫護照顧著每

一位病人，也本著慈善關懷的信念，為病人美好

的生活品質而努力，不論病人有無家人深愛的陪

伴，在這裡我們感受到面對死亡的智慧與生命的

奇妙。值此14周年之際，祝福大家心中愛的種子

因有真善美的灌溉，綻放出圓滿的生命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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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大德安寧

療 護 發 展 基 金 會

基於對臨終生命

陪伴照護的使命

永不停歇，我們

創立了「財團法

人大德安寧療護

發展基金會」，

期能永續發展推

動安寧療護，並

將提升末期病人

生命品質當作我

們的神聖使命。

我們亟需您的支

持，為這麼有意

義的工作共襄盛

舉……。

大 德 基 金 會

捐 款 用 途

■補助大德安寧

療護貧困病人之

伴 護 費 、 喪 葬

費、急難救助或

其他全民健保不

給付費用（傷口

之 特 殊 敷 料 、

攜 帶 型 止 痛 設

備、芳香治療精

油、止吐貼片、

特殊減壓床墊、

藝術治療及靈性

關懷專家車馬費

等）。

■支應大德安寧

療護業務推展所

需之相關費用。

■辦理大德安寧

療護團隊工作人

員教育訓練及國

內外進修，院際

交流、學術研討

等活動。 

■補助大德安寧

療 護 相 關 之 研

究、論文發表、

刊物出版，志工

教 育 訓 練 與 召

募，遺族悲傷輔

導等事項所需之

相關費用。

■接受主管機關

指導辦理事項。

■其他有關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事

業事項。

劃撥帳戶：

財團法人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

劃撥帳號：

19802440

財團法人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感謝您

的支持！

大德之愛 大德之愛

美感紀事

張
老先生回顧工作艱苦的經歷，但

覺得充實，閒暇之餘喜歡欣賞花

卉，出差時會帶些實用的東西送給太太，但沒

有送過花，運用花卉圖片欣賞之後，鼓勵病人

親自畫一幅作品，老先生很直爽地畫下玫瑰花

來表達內心對太太的情感。

病人欣賞自己的作品時流露著笑容，並

寫上「送給張媽媽

」的字樣，表示不

管外面如何變化，

與太太的情份是一

樣的。恰巧太太回

病房，病人親手將

作品交給太太表情

有些靦腆，老太太

神情愉悅的回應「

很好」，立即將作

品貼在公怖欄上。後來老太太走到病房外，談

到老先生的女

朋友打電話來

，非常在意先

生有女朋友的

不是。在創作

過程中也察覺

到老先生很了解太

太的心裡不平的感

受與擔憂，雖然有

時言語衝突，但幾

十年的相處和習慣

，成為彼此相處之

道。

這
是許阿伯第二次住院，他如往常

般躺在床上看著電視的棒球比賽

，觀看球賽是他生病後唯一的活動。剛開始只

知道許阿伯原本

住在南部，生病

後北上就醫，在

住院的過程中，

很少看見他的笑

容，感覺到他很

辛苦地在陌生的

環境中，為了生

命而生存。

這 次 在 照

顧許阿伯時，偶然

間聊起家鄉事，才

知道我們曾是同鄉

人。開始一同聊著

球賽以及在美術療

育老師們引導之下

畫出故鄉的景物時

，我才看見許阿伯

的笑容，這種感覺像是個鄰家的長輩，我們的

距離不再是那

麼的遠！而我

們的心共同連

結在故鄉情。

事隔多日，自

己在看職棒以

及亞洲盃棒球比賽時，彷彿又看見許阿伯，這

次他不用擔心疼痛問題，而是當個樂在其中的

球迷，看完整個球賽了。

美術療育賞析

送給張媽媽這一朵玫瑰花，老先生選擇紅色來

表達自己的熱情，當開始畫的時候老先生說他

不知道如何畫圖，所以我們利用圖片欣賞玫瑰

花的樣子，一起發現從內而外的圓形，於是老

先生慢慢地以許多的圓圈圈完成這一幅作品。

當作品完成時老先生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這

一朵玫瑰花不但代表了老先生對老太太的心意

，花的美好也軟化了老太太多年的心結。

美術療育賞析

這兩幅青江菜的作品，互相仔細的比較會發現

下邊的菜葉有明顯的不同，一張是菜葉的形狀

和輪廓，另外一張有明顯的葉脈甚至有泥土的

感覺。許伯伯生病的過程眼睛的視力越來越差

，這兩張圖會讓人以為沒有畫出葉脈的是較晚

的作品，其實正好相反，原來較簡化的圖是許

伯伯眼睛還是良好的時候完成。而有葉脈及泥

土的作品是伯伯再一次回憶美好的菜園，以超

越眼睛的心靈感受仔細的畫出。

玫瑰花24

家鄉事25

本篇二文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一輯，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陪伴病人 自由塗鴉
◎美育老師：郭育誠、莫淑蘭

◎服務時間：星期一下午

◎服務內容：

1.察覺生活美感、放鬆心情

2.生命意義回顧與探索，展現自我特質

3.協助非語言記事，增進心靈動力

安寧照顧點滴

大德之愛長期邀稿中！

徵 稿 啟 事

※歡迎團隊、家屬等投稿，內容與安寧

療護相關，凡經採用贈予精美禮品。

※聯絡方式：電洽（02）2875-7698，

    台北榮總中正21樓大德會議室。

我見 我聞 我思
■ 台北榮總安寧緩和專科進修醫師 / 柯文升 英國安寧院外觀

英國安寧院內走廊

■台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美術療育老師/郭育誠 莫淑蘭

郭老師(上)、莫老師(下)透過繪畫塗鴉
和病人談心

陪 伴圖 畫 與心 象 漫 遊

~ 訪英國安寧緩和療護機構路程


